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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下的全球權力競逐 

第 14 屆全國國際關係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議程 

時間 程序 內容 

08:45－09:00 報到 地 點：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北棟 406 教室外 

09:10－10:20 

開幕式 

暨 

專題演講 

講 題：美國選後亞太格局及其對台灣之影響 

主持人：連弘宜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暨國 

                際事務學院副院長） 

主講人：蔡東杰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法政學

院院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6 教室 

場次 1A：國關理論對話及人權議題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1 教室 

主持人：林炫向（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10:30 
｜     

12:10 

 廖偉鈞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） 

〈《論語》與國關的對話及新詮：以「獲罪於天，無所

禱也」為例〉 

林炫向 

中國文化大學 

政治學系副教授 

 黃宇辰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

士班） 

〈德國難民《融合法》之初探－以社會融合理論觀

點分析〉 

林季平 

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

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

 謝友綸（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） 

〈伊斯蘭與人權—探討當代伊斯蘭與言論自由的衝突和

挑戰〉 

郭祐輑 

 國立中正大學 

政治學系副教授 

 佐藤由理愛 (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) 

〈台灣人民行使自決權之可行性〉 

吳雨蒼 

東吳大學 

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

場次 1B : 中國崛起與兩岸關係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2教室 

主持人：趙文志（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

                 兼所長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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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10:30 

｜    

12:10 

 林映山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碩士班） 

〈失勢的新興霸權?: 論新冠病毒如何使影響中國在國

際政治的地位〉 

趙文志 

國立中正大學 

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

教授兼所長 

 解子一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新冠疫情下的中國「疫情外交」與國家形象〉 

蔡文軒 

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

所研究員 

 林佳成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管理學院博士班） 

〈賽局：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空中絲路建設之研究〉 

薛健吾 

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

所副教授 

 李皓倫 (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) 

〈對台政策對台灣青年政治傾向之影響—以赴中求學台

生為例〉 

林政楠 

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

所助理研究員 

場次 1C : 美中競爭下的中小型國家外交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3教室 

主持人：李大中 (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)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 
 
 
 
 
 
 

10:30 
｜     

12:10 

 林子琪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美國選後的台美中關係研究〉  

李大中 

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

略研究所副教授 

 雍伯康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川普執政下的亞洲國家外交避險策略〉 

邱奕宏 

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

中心副教授 

 周德義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“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lays in 

the U.S.- China-Taiwan Relations under the Trump 

Administration (2017-2020)” 

黃韋豪 

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

所博士後研究員 

 楊文楓 (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班) 

〈美國、香港、中國的「特殊三角關係」：香港在中美

關係下之角色〉 

陳偉華 

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

學系助理教授 

場次 1D : 全球疫情下的國際關係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

主持人：張文揚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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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 
 
 
 

10:30 
｜     

12:10 

 李欣樺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國家政體對防疫成效的影響〉  

張文揚 

國立政治大學 

外交學系教授 

 吳竺諼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論台灣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援助中之角色探析-以

COVID-19為例〉 

楊一逵 

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

博士後研究員 

 徐慈㬢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） 

〈台灣自主防疫成功之因素探析〉 

林義鈞 

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

研究所副教授 

12:10 
｜ 

13:20 
午餐 

場次 2A：國際安全與貿易爭端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1教室 

主持人：楊三億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 
 
 
 
 
 

13:20 
｜            

15:00 

 周冠竹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班） 

“EU’s Trade Disputes again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: All 

Roads Lead to Rome” 

楊三億 

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

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

 王為世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與民主化進程―以 1948年至

2004年三十九項執行完畢任務為例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游智偉 

中央警察大學 

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

 曾珮騏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貿易爭端之研究：以

WTO/DSM的實踐情況為例〉 

陳蔚芳 

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

教授 

場次 2B：國際環境政治與國際衛生治理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2 教室 

主持人：苑舉正（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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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 
 

13:20 
｜            

15:00 

 陳韻如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應用羅爾斯理論建立氣候正義評估指標初探〉 

苑舉正 

國立臺灣大學 

哲學系教授 

 古惠如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探討威權政體型態與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關聯性：

1972-2014年〉 

楊文琪 

國立政治大學 

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

 呂委弦（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從「國家治理現代化」理論看「新冠肺炎」疫情對大

陸「國家治理」之挑戰〉 

吳崇涵 

國立政治大學 

外交學系副教授 

場次 2C：美中關係與美國對外政策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3教室 

主持人：鄧中堅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研究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語碩士學位學程暨日本研究學位學程主任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 
 
 
 
 

13:20 
｜            

15:00 

 Renan Guevara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

程） 

〈非政府組織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機制：非政府組

織參與 2018年尼加拉瓜的政變〉 

鄧中堅 

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

教授兼國際研究英語碩

士學位學程暨日本研究

學位學程主任 

 洪大鈞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從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看移民政策: 以薩爾

瓦多為例〉 

黃富娟 

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

所助理教授 

 張朕祥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中美關係展望中的「文明衝突」因子〉 

賴潤瑤 

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

所助理研究員 

場次 2D：南太關係以及歐亞政治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

主持人：楊仕樂（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 
13:20 
｜            

15:00 

 吳祈攸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美中博弈下的邦交-南太平洋的邦誼之路〉 

楊仕樂 

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

業學系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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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鈺淇（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） 

〈烏茲別克移工加入伊斯蘭國的社會原因研究〉 

李佳怡 

國立政治大學 

外交學系副教授 

 陳研如 (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) 

〈COVID-19期間歐盟的假新聞治理與其和中國的話語權

爭奪〉 

黃兆年 

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

研究所助理教授 

15:00 

｜ 

15;20 

茶敘 

地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7 教室 

場次 3A：印太與台灣對外政策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1 教室 

主持人：方天賜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15:20 
｜          

17:00 

 陳材瀚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中印邊界衝突升溫因素的再檢視－以加勒萬河谷衝突

為例〉 

方天賜 

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

中心副教授 

 林文棟（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） 

“The Motivation to Form Foreign Policy: Applying the 
Theory of the Rogowski, Frieden and Trubowitz’s (RFT) 
Models to Analyze Economic Results of Taiwan’s Southeast 
Asia and Mainland Policy” 

劉泰廷 

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

研究所助理教授 

 黃雅暄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論非傳統安全研究的典範轉移：以 COVID-19 衝擊下的

台灣實踐為例〉  

譚偉恩 

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

研究所副教授 

場次 3B：國際法與國內法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2 教室 

主持人：蕭琇安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15:20 
｜          

17:00 

 粘芷瑄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法理關係〉   

蕭琇安 

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

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

 李亦謦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從國際法看北方四島的領土爭議〉 

高佩珊  

中央警察大學 

國境警察學系副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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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葉乃爾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） 

〈論政治犯不引渡原則中「政治犯」之區辨與界限〉 

蔡沛倫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

助理教授 

 程宥秦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廣島、長崎核爆七十五週年：重探一九九六年國際法

院核武諮詢意見案〉 

蔡季廷 

國立台灣大學 

政治學系副教授 

場次 3C：日本對外政策與戰略 

地  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3 教室 

主持人：何思慎（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） 

時間 發表人暨題目 評論人 

15:20 
｜          

17:00 

 呂懿倫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中日兩國的「第一個海外基地」：分析其戰略意涵〉 

何思慎 

輔仁大學 

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

 王子軒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） 

〈日本安全保障關聯法案修正對其東亞戰略的影響－以

安倍政權外交政策為例〉 

鄭子真 

中國文化大學 

政治學系副教授 

 陳宏揚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） 

〈日本自衛隊正常化之進程：以 PKO 政策為例〉 

徐浤馨 

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

所助理教授 

17:00 

閉幕式 

地點：綜合院館北棟 406 教室 

主持人：連弘宜（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暨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） 


